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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电力和天然气的直接供应商
在过去十年，我们是旅馆，银行，工厂，
连锁快餐店，大型餐馆的电力供应商。
商業用電 Φೠ⁄㢍
核心價值觀- 誠實，正直和尊重
特定條款合同- 特定條款合同靈活，
可以惠及合同到期日
個性化服務- 專用帳戶經理為您服務

心動不如行動，馬上撥打

CHEN HUANG
Tel: (713) 979-1314
Cell: (832) 421-3451
Fax: (832) 550-2998
Email: chuang@taraenergy.com
Tara Energy能源公司是 JustEnergy能源公司集團的一部份（NYSE:JE)(TSX: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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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至 2015 年中美雙邊直接投資
㈿報告闡述了
的規模、模式與行業詳情，旨在為雙邊直接投資
流動提供更好的透明度，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

ⴘ༰⦿Ᏼ㎬㐑㐓⦿༰ⴘ
報告統計了近 6,700 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交易，
累計金額為 2,280 億美元，其中綠地投資（創建投資）
總額超過 71%。報告發現美國在華投資於 2008 年達到
峰值，此後基本持平，自2012年以來呈下降趨勢。
報告表明，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短
時間內已達高水平，中企主要通過收購而非綠地投資
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活動正越來越多地由私營企業
推動。總體來看，美國累計在華直接投資是中國在美
投資存量的四倍有餘，然而從最近幾年的流量看，這
一趨勢正在逆轉，2015 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流量已超
越了當年美國在華直接投資。
報告建議，在制定雙邊議程時，兩國政策制定者
需考慮到彼此的內部時機，雙邊投資議程可能需要更
多頂層關注，從而繼續推進談判。

前摩根士丹利公司高管韋仕華表示，他希望新一
屆美國政府能繼續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推動
協定達成和生效。
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認為，中美雙邊
投 資協定是一份“好協定”，將為兩國帶來“雙
贏”。美國企業的投資可幫助中國增加就業和激勵創
新，中國企業在美投資也將增加美國就業，建議雙方
在未來的談判中展現更大透明度，讓市場主體更清晰
地明白哪些產業將受益。
榮鼎諮詢經濟學家韓其洛預期，
榮鼎諮詢經濟學家韓其洛預期
，如果中美最終達
成雙邊投資協定，美國金融和汽車等多個行業將從中
受益。

ⱙจ勋‰ᛜᘇႌ⣀㗏
ࡳӾ⦿㎥᚜Ꭵ
㱑᳆ᘲࢂీㇴ 《金融時報》日前報道稱，特朗普
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後，在外界對美國的保護主義可能
損害全球經濟的擔憂中，他的顧問們已不再強調中美
全面爆發貿易戰爭的緊迫性，因為他的當務之急是減
免稅務和增加基建項目以刺激美國經濟。
報道指，儘管中美全面貿易戰不大可能爆發，但
並不意味特朗普政府不會對中國強硬。特朗普承諾在
上台 100 天內，指示財政部長把中國貼上“貨幣操縱
國”的標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部負責人普拉
薩得分析稱，儘管此舉更多只有象徵意義，不會導致
直接的貿易後果，但可能不利於中美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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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部，分析人士對特朗普執政後的中美關
係既有期待，又有擔憂。樂觀者認為，絕大多數美國
總統競選人在當選後都沒有兌現他們在競選中的威
統競選人在當選後都沒
脅；
；悲觀者認為，在冷戰結
結束後的這些年中，特朗普
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貿易保護主義者
一個前所未有的貿易保護
。
據英國《衛報》報道，如果特朗普“天真地”追
逐貿易戰，中國可能採取抵制蘋果手機和美國汽車的
對策。此外，《環球時報》社論警告稱，一旦特朗普
攪亂中美貿易大局，讓美國諸多產業蒙受損失，美國
內部定會有很多力量借題發揮，斥責他“莽撞”、
“無知”，最終讓其自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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ㇴ 在摩洛哥馬拉
喀什出席聯合國氣
候大會的中國代表
團副團長、外交部
副部長劉振民當地
時間14日在會上表
示，氣候合作是中
國開展南南合作的
優先和重點領域。
ƹ
中國在敦促發達國 ƹࠗᑜ
ࠗᑜᬞ
ᑜᬞ
家履行國際義務的
同時，將積極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缺，抵禦外來經濟和金融風險的能力普遍較差，
據新華社報道，劉振民指出，應對氣候變化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面臨多重挑戰。作為發展
日益成為南南合作的優先和重點領域，各國必須 中國家，中國對這些挑戰感同身受，將致力於加
“依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實現全球可 強南南合作，堅持把自身發展與發展中國家共同
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基礎薄弱，資金和技術短 發展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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㱑᳆ᘲࢂీㇴ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馬凱
與法國經濟財政部長薩潘當地時間 14 日在巴
黎共同主持第四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
話。據《21 世紀經濟報道》報道，其間，馬
凱帶領中國代表團與薩潘（Michel Sapin）
和工業部長西魯格等會談，稱中國企業考慮
參與法國核能巨頭阿海琺集團（AREVA）
的重組。西魯格表示，法國政府正尋求讓中
國核工業集團公司（CNNC）參與重組。
據了解，2011 年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
令昔日全球核能巨頭阿海琺受挫，其現計劃
籌集 80 億歐元進行大規模重組。去年，阿
海琺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就可能建立合作關係
簽署諒解備忘錄，其中包括中方收購少數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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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105歲嫗慶生
4 時，飯菜香味彌
⊏天下午
漫壽席四周，山泉豆腐、
扣肉等熱菜陸續上桌。大部分
菜是專門為老人們烹煮的，軟
爛易嚼、易消化。年輕人穿梭
其間，為老人們夾菜、倒飲
料，場面十分溫馨。

㔂㴤Ⓝᇔዲ⯲പ
別看張芝桂老人已經105歲
了，但她身體硬朗，耳不聾眼不
花，精神也比較好。談及大家最
關 的長壽秘訣，張芝桂老人爽
關注
朗地笑着說：“我每天起得早，
愛活動，心態好，從不與人紅

臉。兒孫對我都很好，一家人和
和美美，每天都開心，這就是我
長壽的秘訣。”張芝桂老人家裡
五世同堂，老人的一個兒子還健
在，80多歲，也是村裡的長壽老
人。
據了解，永生村是鳳縣遠近
聞名的長壽之村。村黨支部書記
吳玉林介紹說，永生村現在有四
個組，被稱為長壽村的是其中的
二組，去年普查時發現，該村二
組僅 30 戶人，就有 80 歲以上高
齡老人18人，其中包括105歲的
張芝桂老人，因此得名長壽村。
永生村四面環山，村內植被覆蓋

率高，負氧離子豐富，此處地下
水水質呈弱鹼性，含有多種有益
的礦物質。

ğ㦞ញĠᘜ⨢ᎎ㯀ᬬ
今年以來，該村將“長壽
文化”與鄉村旅遊、休閑農業
相結合，打造了別具風格的美
麗鄉村遊項目。
“孝親敬老，崇德向善，在
我們村已經形成風氣。”吳玉林
說，“我們就是要把我們村打造
成老人們頤養天年的溫馨家園，
用我們的愛心、孝心、細心、耐
心更好地關心孝敬老人。”

京滬穗接力“丟書” 助力趣味出行
電影《哈利波特》中“妙麗”的飾演者
愛瑪屈臣（Emma Watson）發起的地鐵“丟
書大作戰”遊戲，引發全球點讚的連鎖反
應。近日，在北京、上海、廣州有一組黃曉
明聯合徐靜蕾號召的明星丟書隊以及廣州市
民自發組織的素人隊接力“地鐵丟書”，希
望呼籲市民憑藉着“丟書”這樣一件小事，
讓一本書的漂流給同行的路人一個暖心問
候，也讓城市擁擠的地鐵以及各式各樣出行
的方式變得有趣且富有期待性。
“丟書大作戰”源於英國倫敦的公益組
織 Books On The Underground，目的是為
了鼓勵人們讀書分享。
記者留意到，從14日起，黃曉明在北京14

號地鐵裡丟了他選擇的 16 本書，並在每本
書裡附帶了一張親筆簽名字條。而娛樂圈才
女徐靜蕾也早早的選好了她要丟的書。記者
獲悉，接下來，張靜初等更多的明星藝人也
會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地鐵、航班直通車
裡“丟書”。

ႌᬞᝢᆥᏟߖğヰӶĠᝄ➘
這一消息傳出，京滬穗的市民也紛紛響
應，開始期待自己出行的路上，能在各個角
落、縫隙、座位找到這些書籍。
對於此番“丟書大作戰”，不少網友感
歎，在趕往公司或出差的路上，當大家對身
邊的環境覺得缺少驚喜和有趣時，其實可以

ƹ㾛ᜣᚗ℁㭹ᚗᚣ⺰Տ㦬ਣğӶ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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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為自己以及同行的路人去創造驚喜，而
一本書可以是最簡單也是最豐富的傳遞載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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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新一期全球
âââââââââ
超級計算機 500
ââ
â
âââââââââ
強â
（TOP500）
榜單日前在美國
â
ââ
ââââââââââ
鹽湖城公佈，中
國“神威k太湖
â
ââââââââââ
ââ
之光”以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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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速度優勢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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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â
â
âǮââââ
â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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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蟬聯冠軍。新
華網昨日消息稱，算上此前“天河二號”的六連
â
ââ
ââââââââââ
冠，中國已連續 4 年佔據全球超算排行榜的最高席
â
ââ
ââââââââââ
位。
â
âTOP500榜單每半年發佈一次。在今年6月的排
âââââââââ
ââ
行榜上，由中國國家並行計算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
製的“神威k太湖之光”橫空出世，以每秒9.3億億次
â
ââ
ââââââââââ
的浮點運算速度出人意料地奪冠。這個速度是原冠軍
中國“天河二號”的近三倍，更重要的是“神威k太
ââ
â
ââââââââââ
湖之光”實現了包括處理器在內的所有核心部件國產
ââ
â
ââââââââââ
化。
此前，由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天河二
â
â
âââââââââ
ââ
號”超級計算機已在 TOP500 榜單上連續六度稱
雄。在最新榜單中，“天河二號”依然以每秒33.86
ââ
â
ââââââââ
ââ
千萬億次的浮點運算速度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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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海南省
ââ
â瓊海市潭門鎮的
â
âââââââââ
位漁民昨日向
ââ
â18在建的中國國家
â
âââââââââ
â南海博物館（以
ââââââââââ
ââ
ââ
â下簡稱南海博物
ââââââââââ
館）捐贈了832件
物 及 文 物 標 ƹᵭᬞيᑻ㏤⍝ᘲ․Ǯ
â文本â
âââââââӾᙏ╣
ââ
ââ
，當中包括
ââ
â元、明、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的瓷器、瓷片標本殘片
ââââââââââ
等。
ââ
âââââââââ
ââ
南海博物館位於潭門中心漁港南岸，分為地上
五層，地下一層。據南海博物館籌建辦主任陳江介
ââ
â紹，南海博物館預計於明年3月完工開館。
ââââââââââ
老漁民盧裕永向南海博物館捐贈了兩件完整瓷
ââ
â器文物。他告訴記者，捐贈的瓷器均為祖父過去出
â
âââââââââ
â海打魚，前往新加坡進行物物交換而得。
â
âââââââââ
ââ
漁民王玉龍捐贈了203件瓷片標本，“這些瓷片
â都是我爺爺在南海打魚時打撈上來的，那時候覺得
ââââââââââ
ââ
ââ
â好看，就都留着了。現在遇上博物館徵集文物就捐
ââââââââ
ââ
出來，也算為國家作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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Ნ交所15日表示，為確保深港通業務順利
推出，深交所聯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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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此次測試主要內容明顯較之前
幾次有進一步提升，更像深港通啟動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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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也給內地眾多券商爭搶。據了
解，日前，第一創業和長城證券宣佈正式受
理投資者開戶申請。第一創業方面表示，14
日投資者可以臨櫃辦理港股通開戶業務，17
日可通過網上開戶。
截至目前，包括山西證券、長城證券、英
大證券等94家券商已陸續獲批港股通交易權
限，可以接受投資者的開戶申請。 招商證券日
前表示，他們就深港通做好業務宣傳、投資者
教育和風險揭示、客戶業務權限開通相關工
作，以保證深圳市場港股通交易業務開通後的
平穩運行。國信證券稱，目前所有工作都在有
條不紊按照深交所工作安排在進行。

ࢂ㍍⺆  Ნ⪑㗳⪑վ
㱑᳆ᘲࢂీㇴ 深港通預料短期內開通，匯豐15日發表報
告稱，北向的深股通投資者可能偏好新經濟板塊，因此該行推
介海康威視等五隻股票。其他四隻獲推介的股票分別為網宿科
技、匯川技術、宜賓五糧液以及萬達電影院線。
匯豐中國股票策略主管孫瑜在報告中稱，北向投資者偏好
於一些具增長性、盈利預見度及稀有價值的新經濟板塊，這包
括 IT、必需和非必需消費、醫療護理、高端製造、綠色產業、
新材料以及文化產業。
因此，該行挑選出上述五隻股票，並相信這些新經濟股票
能夠提供合理估值和高預見度的盈利能力及股價增長動力。

另外，樂視任命高峻(Anthony Gao)
為亞太區總裁，接替 Tin Mok(莫翠天)。
高峻原先為樂視香港 CEO，將負責業務
運作和業務目標，將直接向全球 CEO 賈
躍亭匯報。樂視業務重點的轉變包括將側
重於現金流成長、擴大用戶基礎；將加強
審慎的財務管理，在考慮每一個海外市場
的時候必須將風險納入考量；將調整步伐
和戰略規劃；還將與樂視體育 CEO 雷振
劍一同令樂視香港業務實現最大程度的協
同。報道又指，高峻留任樂視 AR/VR 總
裁。原先的亞太區總裁莫翠天則轉任樂視
亞太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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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深交所在此次通知中指出，各參測
單位測試前務必做好系統環境和數據的備份
工作。測試完成後，做好系統的恢復或上線
變更核查和數據的恢復工作，確保下一交易
日（11月21日）的交易正常安全進行；且擬
首批開通深港通下港股通業務交易權限的參
與人務必參加本次測試，應使用與 11 月 21
日生產系統相同的軟硬件環境開展測試。因
此，內地證券界盛傳深港通將於 11 月 21 日
正式開通。
記者從平安證券有關人士獲悉，他說目
前內地盛傳深港通可能在21日正式開通，但
是目前平安證券並沒有下發21日確認開通的
通知。光大證券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他獲悉
深港通可能在28日正式開通，但目前並未有
準確的信息。光大證券有關分析師表示，儘
管目前不能確認深港通開通的具體時間，但
是目前離開通已是箭在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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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港交所、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將定於 11 月 19 日組織全網測
試，模擬深港通業務開通首日（交易業務啟
動）運行場景，深市港股通相關會員單位、
基金公司、託管銀行等市場參與者通過模擬
深市交易、港股通交易、非交易業務申報、
成交回報、行情接收及相應結算業務等，檢
驗市場參與各方港股通技術系統的正確性。

測試和確認，此次測試包括深市港股通證券
一檔實時行情及收盤行情的接收與揭示；深
市證券實時行情及收盤行情的接收與揭示；
深市港股通證券各類業務的委託申報與成交
回報；已開通深市港股通業務交易權限的交
易參與人接收深市港股通成交單據文件；深
市港股通交易、風控資金的清算；深市日常
交易、非交易等業務的清算交收等。
此次測試時間是 11 月 19 日 9:00 至 18:
00。測試期間港股通將模擬1個交易日、1個
結算日，深市將模擬 1 個完整交易日的交
易，1 個結算日的結算。擬首批開通深港通
下港股通業務交易權限的參與人務必參加本
次測試，應使用與 11 月 21 日生產系統相同
的軟硬件環境開展測試。各參測單位按照
《深港通業務 2016 年 11 月 19 日全網測試方
案》(可在深交所會員專區、新一代交易系統
QQ 群查閱)等相關技術文檔作好準備，落實
專人負責此次測試工作。

ᘆⴘ⛢ᯏ㎬ᦖㆨ ܶ⦿܅

深港通本周六全網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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㱑᳆ᘲࢂీㇴ 近期陷入
資金困難的樂視控股 14 日晚宣
佈，海瀾集團、恆興集團、宜華
集團、敏華控股、魚躍集團、綠
葉集團等十幾家內地企業將向樂
視投資 6 億美元，其中第一期 3
億美元的投資協議 15 日簽署，
本月內將到賬。彭博 15 日報道
指，樂視將暫停在亞洲地區的
“橫向”業務擴張。
公司新聞稿稱，這些企業的
第一期投資資金將投向樂視汽車
生態和 LeEco Global。此次注資
無疑對樂視破解資產鏈壓力將有
相當大的幫助。新聞稿引述海瀾
集團董事長周建平的話稱，“我
們這次投資目的就是要支持中國
的民族汽車工業。中國的汽車產
業一直是比較落後的，樂視打造
的互聯網智能電動汽車，將會實
現中國企業首次在全球汽車產業
的突破，站上產業的最頂端。”
樂視控股旗下業務分為樂視
網、樂視汽車和 LeEco 三大板塊
業務。內地媒體稍早報道，樂視
控股創始人賈躍亭在近日的致員
工內部信中坦承，樂視汽車和
LeEco 投資巨大，目前面臨資金
上的壓力，短期將告別燒錢階
段。
樂視網董事、副總經理劉弘近日在投
資者見面會上表示，樂視旗下非上市公司
的各個板塊都處在不同的融資階段，很多
戰略投資者都在紛紛接觸樂視，各個板塊
都在談判中，相信“很快”會解決資金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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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判詞中指出，是次訴訟有兩大
問題，分別是游梁兩人在上月 12 日
的宣誓是否有違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及/或《宣誓及聲明條例》中的規定，以
及若兩人違反規定，是否須被視作已離任
立法會議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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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官進一步闡釋，有關法例規定包括：
獲選立法會議員者須在就職時根據《宣誓及
聲明條例》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該人必
須按照該條例所訂明的形式作出立法會誓
言，而《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更訂
明相關的規定，若一名立法會議員獲邀作出
立法會誓言時，“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
言，該議員必須離任，或必須被取消其就任
資格。
就游梁兩人上月宣誓時以“支那”辱
國 、 展 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布條，甚至爆粗或態
度輕蔑等問題，區官指出訴訟各方對此並
無爭議，游梁方面亦無就此作出任何解
釋，更無提出正面論據去證明他們的宣誓
符合法例要求。
至於游梁兩人的論點，區官指出主要
基於兩個問題，分別是基於“不干預原
則”的反對理據，及“議員享有豁免
權”。區官反駁，“不干預原則”源自英
國實行的三權分立原則，但英國實行國會
至上原則，以及沒有明文憲法。不過，香
港早有案例確立香港基本法為“小憲
法”，其地位高於立法會，故“不干預”
或“三權分立”原則有其限制。

≕ğөლ㭱࣐ߦĠ㭫⛇घఔᮿ
區官進一步指出，案例顯示，香港應
用“不干預原則”時，必須符合香港基本
法相關的憲制規定，法庭有權力裁定立法
機關是否擁有某一權力、特權或豁免權。
有關原則並不會禁止法庭裁斷立法會議員
的誓言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中的重要憲制規定及其他法律規定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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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判詞中更
寫明，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和《宣誓
及聲明條例》
不只適用於立
法會議員，還
同時適用於行
政長官、主要
ƹ㴨⛢ᮿ㨩ᮿጙ▇
官員及法官
等，“若只是立法會議員可以不受法庭裁
決其宣誓是否合法的問題，這並不合
理。”判詞又提到《立法會條例》第七十
三條明確賦予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就某人
是否喪失議員資格此基本問題而提出的法
律程序作出裁決，因此游、梁兩人的論點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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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所享有的發言豁免權，只涵蓋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正式辯論的過程
中所作的陳述和發言，並不適用於宣誓，
故該理據亦不獲接納。
區官最終裁決，兩人的行為客觀及清
楚地顯示，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他們均
不願依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
誓及聲明條例》作出立法會誓言，故宣佈
游梁於上月 12 日起取消其就職議員的資
格，並已離任立法會議員職位，無權以立
法會議員身份行事，並頒佈禁制令，禁止
游梁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
區官並裁定立法會主席無權為游梁兩
人作出重誓安排，因為兩人上月 12 日已經
離任，並無資格重新宣誓。區官並頒佈禁
制令，禁止立法會主席為游梁的宣誓監
誓，或准許為他們的宣誓監誓。
區官又判定，游梁兩人須承擔是次訴
訟的八成費用，而立法會主席由於只作出
有限的反對，故只須承擔兩成費用。
游梁兩人於判決後稱，法庭是受到壓
力，判決是
“意料之內”
，他們會再作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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